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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提前完成20项民生工程年度目标任务

办好民生实事 交出暖心答卷
河北日报记者 周禹佳 通讯员 贺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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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 坊 开 发 区 推 行
社保综合柜员制改革

8类81项业务整合到一个柜员经办窗口

全市164个老旧小区完成改造，15个
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部启动；新增养老机构
床位800张，建成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88
个；大力实施全民健身工程，699 处村街、
社区健身设施如期建成，群众体育更加普
及……截至11月底，廊坊市20项民生工程
全部完成年度目标任务，向百姓交出了一
份暖心答卷。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从群众最期盼的地方入手，从百姓最

关切的问题入手。今年初，廊坊市提出，深
入实施城市公共停车设施建设、助残助孤
服务、“空心村”治理等20项民生工程，把
民生工程打造成放心工程、质量工程、精品
工程。

今年以来，该市各牵头部门精心谋划、
迅即启动、强力推进20项民生工程，让人
民群众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聚焦热点，把实事做到百姓心坎上

“张大爷，您最近血压控制得不错，虽
然稍微高点儿，但没大事儿，您少喝酒，抓
紧时间把烟戒了吧。”“知道了，谢谢程大
夫。”近日，在大厂回族自治县大厂镇卫生
院“健康小屋”内，坐诊医生程爱民为居民
测量完血压后，对其进行了健康提示。

今年，大厂回族自治县围绕“减少患者
发病率、缓解群众看病难”目标，从“未病先
防”入手，在充分考虑群众就医习惯及区域
划分基础上，统筹规划、科学布点、严格标
准、规范建设，集中在大厂镇、夏垫镇、祁各
庄镇、陈府镇、邵府镇5个镇卫生院高标准
打造“健康小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
层延伸，提升慢性病防控水平。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今
年以来，廊坊市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想实招、聚合力、抓
到底，把 20 项民生工程做到百姓的心
坎上。

就医更贴心。目前，廊坊市辖区内
2957家村卫生室全部实行一体化管理，药
品品种保持一致。98.84%的乡镇卫生院、
村卫生室、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达到标
准化、规范化要求。97 辆负压救护车和 8
辆核酸检测车全部配备到位。全市基层医
务人员（含乡村医生）总数达到7345人，已
全部接受疫情防控知识培训，6927名基层
医务人员（含乡村医生）掌握核酸采样技
术，全市107家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共派驻了 113 名中级以上
医师。

养老服务更有保障。新增养老机构床
位800张，改造康复护理型床位2000张，建
成社区日间照料服务站88个。

教育更便利。今年，廊坊市完成新建和
改扩建幼儿园 8 所，建筑面积 12240 平方

米，增加学位1168个，“幼有所育”
取得新进展。

“如今，计算机技能成为人们工作生
活的必备技能……”近日，在大厂回族自治
县举办的办公自动化培训现场，授课老师
奚明为参训学员讲解了办公软件相关技能
基础知识。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今年以来，廊坊市
面向城乡各类劳动者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7.6万人次接受培训，技工院校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98.21%，谱写了就业惠民新答卷。

同时，廊坊市加大基层社会治理，2105
个小区建成智慧安防小区，疫情防控、社会
稳定、公共安全的预防预警、动态管控能力
不断提高。

力解难题，让百姓生活环境更宜居

12月8日，笔者走进三河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控制室内
操作抓斗吊车翻动生活垃圾，使垃圾充分
干燥、发酵，方便焚烧。

“本项目采用上海康恒环境股份有限
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往复式机械炉排炉，
具有垃圾热值适应性强、燃烧稳定、烟气污
染物原始生成浓度较低、炉渣热灼减率低
等特点。”三河康恒再生能源有限公司总经
理谢心军介绍，这个今年6月投入运行的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PPP项目，日处理生活
垃圾 2000 吨，年处理生活垃圾可达 73 万
吨，有效缓解了三河市生活垃圾处理的
压力。

据了解，目前，廊坊市三河、固安、香
河、大城等4县（市）城乡生活垃圾处理设
施均已投入运行。该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达到7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达7850
吨/日，可满足全市生活垃圾处理需求。

聚焦难点解难题，营造宜居环境，今
年以来，廊坊市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全市农村户用厕所完成改造4.1万座，
新建农村公共厕所1040座，1263个村庄生
活污水得到有效治理，对75个农宅空置率
在 30%至 50%的“空心村”实施了整治
提升。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
今年以来，廊坊市面向城乡居民发放文化
惠民卡1.1万张，以农村为主发放文化惠民
券19.4万张，人民群众基本文化需求得到
充分满足。

“以前这条路凹凸不平，尤其是下雨
天，路上、坑里都是水，人和车没法过去。”
近日，开车经过文安县左各庄A支路的司
机张文说，“你看现在这路面多棒，走起来
痛快！”

文安县左各庄A支路于11月17日竣
工通车。原左各庄 A 支路建于 2007 年，由
于该路段车流量较大，且过往的大都是重

型车辆，长期
使用造成路面坑
坑洼洼，有些坑槽深
达50厘米，存在严重的
安全隐患。加之雨天排水极
其困难，严重影响过往车辆的
正常通行和沿线居民的生产
生活。

今年 9 月 12 日，左
各庄A支路中修工程
正式实施，工程总
长度1.36公里，宽
24 米，设计等级
为 一 级 公 路 标
准 ，总 投 资 为
366万元。该路段
还被列入文安县
农村公路养护计
划库。历时 2 个多
月，通过采取路面病
害处理、重新铺筑沥青
等一系列措施，原本坑
坑洼洼的路面焕然一新。

聚焦老旧农村公路，廊坊市
今年新改建农村公路346公里，完成投资
16.2亿元，构建起普惠公平的农村公路基
础服务网络。他们加快推进农村客运班线
公交化改造，全市县城 30 公里范围内农
村客运班线公交化运行率达到94%，城乡
客运服务能力和水平逐步增强。他们还扎
实推进公共停车设施建设，今年施划停车
泊位 1.6 万个，全市交通秩序得到很大
提升。

纾困暖心，为群众提供更贴心服务

扎实推进20项民生工程，廊坊市基本
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高，民生普惠的阳光
洒向了广大城乡居民。

“六出玉盘金屈卮，青瑶丛里出花枝”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在广阳
区春华里小区，每栋楼外侧面都绘有不同
种类的鲜花，并配有与其对应的诗句。

春华里小区建成于1986年，现有10栋
楼，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居民432户。在老
旧小区改造前，该小区屋面防水老化，外墙
涂料脱落斑驳。广阳区住建局以小区名称

“春华里”为设计出发点，将墙体彩绘作为

改 造 的 一 部
分，不仅提升
了 小 区“ 颜
值”，也丰富了
其“内涵”，逐渐

“褪色”的老旧
小区重新焕发出

勃勃生机。
目前，廊坊全市

164 个老旧小区已完成改
造，15 个城中村改造项目全部

启动，5881 套棚户区改造工程全部开工，
基本建成2670套，城市旧貌换新颜。

不仅要改“面子”，也要筑牢民生的“里
子”。今年，全市城市排水管网雨污分流改
造完成206.4公里，“城市看海”的现象成为
过去。同时，该市大力实施江水置换工程，
147.7万人喝上长江水。

增进民生福祉，让人民群众共享美好
生活。今年以来，廊坊市为1938 名残疾人
提供康复服务，为1650名残疾人适配基本
型辅助器具，为1009名残疾人提供就业培
训服务，为628名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为
465 户残疾人家庭进行无障碍改造，推动
了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他们还对符合
条件的217名孤儿提供生活救助，救助标
准全省最高。

不仅纾困暖心，该市为群众提供的服
务也更贴心。大力开展村（社区）综合服务
站提升五大专项行动，推动场所设施再加
强、服务事项再丰富、人员力量再充实、服
务能力再优化、服务标准再提升，全市
3447个村（社区）全部建成综合服务站，为
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政务
服务。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高丹钰、郑佳庆 记者周
禹佳）“竹板打、声声高，六中全会召开了，百年奋
斗新节点，‘十个坚持’要记牢……”日前，文安县
大柳河镇吴石槽村志愿者将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
精神编成朗朗上口的对口快板，向乡亲们宣讲。
全会结束之后，文安县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迅速在
村街、企业开展全会精神宣讲，组织百名志愿者组
成18支宣讲队，深入基层，通过快板书、腰鼓舞、
大鼓会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面对面、“零
距离”将全会精神传递到广大群众心里。

近日，文安县富泽家园小区里格外热闹，身
穿红马甲的宣讲团志愿者为社区居民绘声绘色地
讲述着主题为 《重温党史 不忘初心 砥砺前
行》的党史故事，内容涵盖党的奋斗史、党的建
设史等。通过讲好革命先烈、英雄模范、时代楷
模的感人事迹，让党的伟大形象在人民群众中更
加鲜活。

自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文安县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社区活动室、图书阅览
室等基层文化阵地作用，开展党史宣讲进社区、
进农村。紧紧围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重点讲清楚党百年奋斗的光辉
历程、伟大贡献、初心宗旨、重大理论成果、伟大
精神、宝贵经验，同时，融入该县革命英烈、英雄
模范和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把党史宣讲搬到了
群众“家门口”。

“以 1922 年 1 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
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中国共产党领
导工人运动掀起第一次高潮。”近日，在文安经济
开发区智能装备产业园廊坊北化高分子材料有限
公司车间内，工人们围坐在一起聆听宣讲队成员
讲党课。“作为一名技术工人，我要以革命先烈为
榜样，立足岗位创新、刻苦钻研技术，更好地为企
业发展创造价值。”该公司员工陈龙飞说。

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文安县成立了由党员干部、理论专家、党
员志愿者、文艺演出骨干组成的党史理论宣讲队
深入到厂区车间，通过故事、快板、小品、情景剧等
形式，引导企业员工学党史、悟初心、担使命，为企
业发展凝聚红色动能。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甄广志 记者周禹
佳、孟宪峰）廊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坚
持政策惠民、手续便民、服务亲民，实现更多
服务事项“网上办、就近办、马上办、一地
办”，以有温度的服务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今年6月份至今，该中心完成“跨省通办”业
务1.33万笔，大大方便了缴存职工。

为更好解决异地缴存职工办事面临
的堵点难点问题，有效避免群众“多地跑”

“折返跑”等现象，该中心以“全程网办”
“代收代办”“两地联办”3种方式实现住房
公积金服务“跨省通办”。同时，拓展“跨
省通办”服务事项的网办渠道，将个人住
房公积金缴存贷款等信息查询、正常退休
提取住房公积金、住房公积金个人缴存信
息变更、提前还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等 4 项
业务上线到省“冀时办”App，为缴存职工
办理“跨省通办”业务提供了更便捷、高效

的服务。
大力推进离职提取“网上办”。按照离

职人员提取公积金规定，个人账户必须封存
半年后，方可携带个人相关资料在柜面办理
公积金提取业务。员工离职后散布全国各
地，封存期满后离职员工返回廊坊提取公积
金账户余额成本很高。该中心想群众之所
想，急群众之所急，从今年10月25日起，实
现了离职提取业务的全流程网办，解决了大

量外地离职人员面临的难题。目前，网上离
职提取业务办理了776笔，占离职提取总业
务量的33%。

廊坊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还积极推
进退休提取“就近办”。很多退休职工年龄
偏大，部分职工不会使用智能手机，通过网
上渠道办理退休提取业务有困难，他们仍
会到公积金业务大厅办理业务。为了方便
退休职工就近办理提取业务，该中心和各
商业银行信息联网，将退休提取业务延伸
到商业银行营业网点的柜员机上，退休职
工可就近到商业银行营业网点，在银行工
作人员的协助下完成退休提取业务。目
前，该中心已经实现了在中国建设银行、广
发银行、廊坊银行、招商银行等银行各营业
网点柜员机上办理退休提取业务，办理业
务超过1000笔。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陈哲 记者孟宪峰）“以前办理公司社保
业务，要区分类别到不同窗口办理。现在改革后，各项业务实现一
窗通办，缩短了办事和等候时间，真是便民利民！”12月13日下午，
在廊坊开发区社会保险事业管理所业务大厅，该开发区天龙制锯
有限公司总务科科长李连红办理完社保业务后高兴地说。

据介绍，廊坊开发区社会保险综合柜员制改革打破了原来社
保业务办理窗口条块分割的模式，将原本10个业务窗口8类81项
业务整合到综合柜员业务经办窗口，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
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有效解决了窗口忙闲不均、群众办事重复
排队等问题，真正实现“一窗受理、一站服务、一次办结”，为辖区企
业和办事群众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社会保险服务。

按照全省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一体化建设要求，廊坊开发
区自今年10月份开始，全面启动社保综合柜员制改革。目前，该开
发区企业养老、失业、工伤、机关养老保险4个险种的社保业务事
项清单、办事材料、审核流程已全部内嵌到社银综合柜员制系统
中，业务经办服务标准统一，前台工作人员按照规范化权限，及时
处理所有经办业务，后台系统依据设定权限按时办结事项审核、复
核业务，信息系统自动转送、环环相扣，一套材料“走到底”，有效提
升了业务经办效率，日均受理社保业务300余件，实现“数据多跑
腿、群众少跑路”。

河北日报讯（通讯员相伟 记者周禹佳）“您好，现在我们开
始远程视频勘验，请您先调整摄像头方向，从门头开始慢慢进入
室内……”12月8日，廊坊市行政审批局综合勘验科副科长王昊
炀通过视频连线，指导廊坊市康宇医药零售连锁有限公司质量负
责人张桂臻就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进行视频勘验。

今年11月，廊坊市行政审批局开发建设的综合勘验系统正式
投入使用。该系统以视频勘验的方式代替传统的现场勘验模式，减
少了勘验时限、行政成本、廉政风险，提升了审批效能，助推了营商
环境的优化。

“以前由于受勘验车辆和业务数量等条件限制，申请人提交完
申请材料以后要统筹安排，实施现场勘验需要一周时间。现在通
过视频，工作人员可以在20分钟内完成勘验工作。”王昊炀说。

据介绍，目前，该系统可以对药品零售经营许可变更类、成品
油零售经营许可原址改扩建、食品（含保健品）经营许可增加经营
范围、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增加经营范围等7项事项进行视
频勘验。截至目前，共办理视频勘验业务100余件。

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着力解决异地缴存办事难

住房公积金服务“跨省通办”方便群众

近日，霸州市万福金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员工在管理猪舍。该
公司将单层猪舍改为多层，并配备了自动饲喂、环境控制等先进设
施装备，改善了养殖环境，促进了生猪生长。多层猪舍可以节约
80%以上的土地，疫病发生率降低80%，综合效益可提高20%。

河北日报记者 杜柏桦摄

▶近日，霸州市胜芳镇红光小
学学生利用下午课后时间画素描。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12月16日，三河市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 PPP 项目工作人员

在中控室内通过远程操控，
进行垃圾无害化焚烧

处置。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 澍摄

◀ 12 月 11
日，车辆快速穿
梭在三河市燕郊
西出口立体交通
枢纽上。燕郊西
出口改建工程是
一项重要的民生
工程，借助该工
程，三河到北京
城市副中心的时
间仅为10分钟。

河北日报记者
赵永辉摄

市行政审批局

实 行 视 频 勘 验
提 高 审 批 效 率


